
本报讯（陈杰钢）“我专程来感谢一心为民的未央民
警……”老人激动地握着民警的手说。9月16日，一位
老人来到西安公安未央分局新府路派出所，感谢民警为
他追回了部分被骗款。

7月26日，新府路派出所接到一位6旬老人的报
警，称其在西安市未央区某小区购买一套房屋及两个车
位时被骗123万余元，对方已不见踪影。接到报警后，
新府路派出所迅速立案侦查。办案民警经前期调查，发
现向老人出售房屋的纪某系辖区某小区物业原工作人
员，其利用老年人的心理特点，以内部价、熟人介绍等名
义，虚构小区房屋或车位销售信息，骗取老人购房款、车
位费及定金。此案被害人多为老年人，被骗钱款为养老
积蓄。为了及时挽损，办案民警与时间赛跑，在扎实的
调查取证基础上，火速确定抓捕时间及方案。就在民警
准备实施抓捕时，嫌疑人纪某突然消失，这无疑给抓捕
工作增加了难度。

为了尽快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办案民警另辟
蹊径，采取摸排走访的方式，从纪某的社会关系入手，
连续5天逐一排查其可能藏身地点，最终成功掌握犯
罪嫌疑人纪某的活动规律。经过连续数日的蹲守，办
案民警于8月17日在莲湖区某小区将犯罪嫌疑人纪某
抓获。经突审，犯罪嫌疑人纪某对其虚构代为购买房
屋及车位实施诈骗的行为供认不讳，诈骗来的大部分
钱款已被挥霍。

目前，犯罪嫌疑人纪某已被未央警方依法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为老人追回被骗钱款25万元，剩余被骗钱款
的追赃挽损工作正在进行中。

未央侦破涉老人诈骗案

本报讯（记者 张建锋 通讯员 石拓）9月
初，蒲城警方成功破获一起盗窃养殖场工地钢
管案，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令警方没想到的
是，抓获的二人竟是亲兄弟。

9月6日11时许，蒲城县尧山镇一畜牧公
司施工人员向蒲城县公安局尧山派出所报警，
称放置在该厂区北侧一空地上价值3万余元
的6捆成品钢管被人偷走。据了解，报警人李
某某为该厂猪舍栏位安装施工方，被盗钢管是
其8月份暂时放在该厂的安装材料。直到9月
5日工地准备开工时，李某某才发现钢管被盗。

接到报警后，尧山派出所立即组织警力前

往案发现场开展调查。由于报警人说不清钢管
被盗的具体日期，办案民警围绕案发现场，通过
调查走访、调取监控、内部摸排等方式进行调
查。很快，该畜牧公司一名项目主管王某东进入
警方的视线。经过深入调查，民警发现王某东有
重大作案嫌疑，遂将其依法传唤到公安机关接受
调查。在大量证据面前，王某东承认了其伙同弟
弟王某朋盗窃厂区钢管的犯罪事实。

经查，8月4日18时许，王某东电话联系
了弟弟王某朋，让其联系好货车和搬卸工人，
约好晚上见面行动。当日21时许，车和人到
位后，王某东考虑到自己是主管的身份，为了

避免员工认出他，便选择回避，指示王某朋叫
上工人将钢管装上车，并运到白水县一库房存
放。很快，钢管被运到指定地方。不过，这些
钢管还没来得及全部加工处理，便被警方查
获。民警顺藤摸瓜，很快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朋
抓捕归案。

随着案件的深挖，犯罪嫌疑人王某东还供
述了其2018年至今伙同他人盗窃白水、蒲城
等地多家养殖场设备材料20余次，涉案价值
20余万元的犯罪事实。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
东、王某朋因涉嫌盗窃罪被警方刑事拘留，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蒲城民警抓获盗窃钢管嫌疑人

本报讯（慕镇）近日，绥德警方对一名在网上散播一
所中学部分年级搬迁虚假信息的网民依法行政拘留。

8月23日，绥德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接到报警，有人
在网上散播一中学部分年级搬迁的虚假信息，引发部分
学生家长不安。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微信朋友圈转载转
发，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受理案件后，民警迅速展开调查取证，并采取其他
技术手段，最终锁定发布信息的账号。经查，王某在绥
德高级中学打工时听到相关传言后，未经核实便在网
上注册账号并发布该虚假信息，严重影响了全县的教
育教学秩序。目前，该男子已被绥德县公安局依法行
政拘留。

绥德警方
处罚一名散播谣言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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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夜晚，是结束一天

的疲惫，或欢聚，或休息；他

们的夜晚，是街头巷尾的奔

波，或巡逻，或值守。

在西安市大大小小的

街道上，有这样一群人默默

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他们日

复一日、夜复一夜地在平凡

中守护着城市街头巷尾的

平安。

派出所的小小窗口折

射出社会万象，见证着他们

的负重前行。连日来，本报

记者跟随夜班民警，用最直

观的视角观察、记录派出所

里真实的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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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成龙 通讯员 石磊）现在儿童玩具车仿真
度越来越高，一些玩具车是可以直接开动的。玩具车
既不属于机动车也不属于非机动车，只能在封闭的小
区道路和室内场馆等非道路场地内使用，一旦上路行
驶就是交通违法行为，有极大的安全隐患。9月17日，
铜川交警查处一起驾驶玩具车上道路行驶的交通违法
行为。

9月17日，铜川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第一大队接到群
众反映，在王益区红旗街路段，发现一位大爷驾驶玩具
车在道路上行驶。大队立即安排所辖路段执勤中队中
队长臧殿尉进行调查，通过追踪，迅速找到驾驶这辆玩
具车的李某某。

“远看还以为是小朋友开的，仔细看才发现是个
大爷在开玩具车。”民警说。李某某称，这辆玩具车
是他日常在游乐场中供儿童玩耍使用，因为另外一
个游乐场车辆出现故障，因此准备开去文化宫游乐
场“救急”。因为两个游乐场相距不远，李某某打算
把玩具车推过去，后来觉着耽误时间，就想开着过去
省事。

随后，民警对李某某进
行了批评教育。李某某表示
确实不该这样，既给自身带
来安全隐患，还给城市道路
交通秩序带来了不良影响，
主动作出文明交通参与承诺
并保证下不为例。

铜川交警
查处开玩具车上路行为

本报讯（刘珺莉 记者 吕平）9月13日，汉中公安南
郑分局城关刑警队破获系列盗窃电动车案，抓获一名犯
罪嫌疑人。

2021年 5月以来，南郑区高台、新集、梁山、圣水
等镇（办）先后发生多起入室盗窃二轮电动摩托车
案。分局党委高度重视，组织刑侦骨干开展侦查工
作。办案民警深入分析特点规律，围绕同类发案研判
串并，通过大量走访调查和比对，迅速锁定叶某具有
作案嫌疑。通过布控蹲守，办案民警于9月13日在大
河坎镇某地将犯罪嫌疑人叶某抓获。经审查，叶某对
盗窃15辆电动摩托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
犯罪嫌疑人叶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南郑警方
破获系列盗窃电动车案

基层派出所民警虽然不常接到大案，但有
些警情却很棘手，关乎群众生命安危甚至警察
自身安危，这对警察的现场处置能力是一种极
大的考验。

“走！”
8月9日22时32分，西安市公安局高陵分

局渭桥派出所民警张凡急匆匆地抄起装备，和
同事王旭东直奔高陵区医院南门口。

十分钟后，张凡到达出警现场。现场围观
群众较多，张凡看到一名年轻女子手里拿着一
把水果刀，手臂和颈部都已出现不同程度的划
伤，情绪非常激动。

“警察来了！”围观群众紧张地大喊。
张凡穿过人群走近女子，关切地问道：“姑

娘，有啥事可以跟我说，我帮你！”
看见张凡靠近，女子情绪更加激动。

“别过来！”女子带着哭声对张凡大声嘶吼
道，众人的心再次绷紧。

“你还这么年轻，父母也不希望看到你这
样对待自己，有啥事可以好好说，你先把刀放

下……”张凡一席话让女子慢慢止住了哭声。
此刻，张凡心里清楚女子情绪极不稳

定，稍有不慎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他安抚
着女子的情绪，另一边王旭东通过女子提供
的电话，联系上其男朋友了解情况。几经
询问得知，两人因感情不和经常发生言语
冲突导致分手，女子便找了一把水果刀准
备自残。

周围聚集了很多围观群众，妥善处理女子
手上的水果刀才是当务之急。当着女子的面，
王旭东在电话里“批评”其男朋友。张凡趁着女
子注意力放在王旭东与其男朋友电话沟通之
时，看准时机冲上去一把抓住女子持刀的右手，
把水果刀夺了下来。

众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现场的叫好声
和鼓掌声表达了对民警的感激。

将女子安全救下的同时，张凡的手臂也因
为女子的挣扎被划出一道口子。

“后怕吗？”归队途中记者问张凡，“怕啥！
救人啊，那可是性命攸关的事！”

基层派出所民警接到的，通常不是很大的
案子，危难时的紧急求助最为常见。“有困难找
民警”已在群众的意识中扎根，而民警也深知群
众利益无小事，容不得半点懈怠。

9月9日夜晚，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某小
区的一部电梯突然停止运行，停在了23楼。

电梯内漆黑一片，小孩哭成一片，电梯外大
人急成一团。也许是太突然，人们一时不知道
如何是好。

“赶紧打110！”有人说。
接警后，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席王派出

所民警贺少康和辅警刘毅辉赶到报警人所在的
某小区1号楼2单元23楼。

他们通过现场了解到，该小区因临时停电，

导致电梯停止运行，一名大人及两名小孩被困
在电梯内。由于电梯内空间小，加之闷热，里面
的大人小孩有可能因缺氧而呼吸困难。想到这
儿，民警贺少康一边安慰电梯内大人照顾好小
孩并保持冷静，一边指示辅警刘毅辉紧急联系
物业工作人员。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物业工作人员赶到现
场后，启用自备临时应急供电系统，在民警的协
助下将电梯门打开救出被困人员，及时化解风
险隐患。

此时，电梯外在场群众一片欢呼，掌声响彻
整个楼层。被救出的小孩家长紧紧握住民警和
辅警的手，连连说道：“要不是你们及时赶到，孩子
在里面待久了，不知道会出现啥意外，不敢想！”

●● 夺 刀 记夺 刀 记

●● 醉汉的家醉汉的家

渭桥派出所民警对当事人进行询问。

●● 电梯惊魂电梯惊魂

北关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听报警电话。

基层派出所民警接到的，通常不是很大的
案子，家长里短的亲情“恩怨”也是最常见的。
这些案子很小，有的只是因为一场误会，看上去
不足为道，却能牵扯、影响到家庭成员一生的幸
福冷暖。

“喂，您好，北关派出所。”
8月8日20时49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打破了值班室的安静。
“这有一个醉汉躺在机动车道上，意识不

清，你们快来看看！”
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北关派出所民警张

卫峰和宋皓玮到达现场后发现该男子浑身酒
味，时不时还发出鼾声。

据了解，报警人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当天晚上，司机张师傅刚给出租车充完电，

就发现了躺在马路上的这名男子。
“他的头朝着马路外侧，又是在丁字路口。”

张师傅在发现该男子后便下车询问情况。可不
管张师傅怎样大声呼叫，甚至用手摇晃和拍打
男子身体，该男子继续打呼噜，没有反应。为了
防止发生意外，张师傅立即打了110报警并在
旁边一直守候着，直到民警赶来才放心离开。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张卫峰和宋皓玮将男
子扶到安全地带，并试图把该男子唤醒。在民
警多次呼喊下，醉酒男子逐渐恢复了意识，醒来
四处观察后，问道：“我在哪里？我头很痛！我

好难受！”
“遇到啥事了？喝这么多酒！躺在这里很

危险，知道不！”张卫峰严肃的语气里带着几分
关切。

“我跟女朋友吵架了，心烦！”
“喝醉酒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呀，有什么

比生命安全还重要呢？”张卫峰说。
“醒一醒，醒一醒，你家在哪儿？”宋皓玮轻

轻拍了拍男子的肩膀问道。
男子晃了晃头，嘴里嘀咕着什么，仍说不清

其身份信息和家庭住址。张卫峰对其随身携带
的物品进行了检查，发现了他的身份证，与社区
民警确认后联系到了其家属。

出警返回时，驶过熟悉的大街小巷，张卫峰
和宋皓玮不断地扫视着街边，反复确认道路两
旁没有可疑人员和异常情况。

“我们习惯了出警回来顺便沿路驾车巡逻，
看似普通，意义可不小。”张卫峰告诉记者，值班
民警需要对法律法规、辖区地理区划等信息了
然于心，这样才能在遇到群众的求助、报警时，
第一时间作出正确反应。

有人说，派出所的夜班，是一部没有结尾的
“电影”。而对于值班民警来说，值班就是待
命。在待命中什么样的警情都可能发生，无论
警情大小，都将以最快速度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这就是警察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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